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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荷载作用下砂土力学性质的颗粒流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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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二维颗粒流方法，建立隧道下卧层砂土的离散元数值试样． 通过与室内试验的对比，标定了试样的细

观参数，模拟了固结排水条件下砂土在循环等应力荷载作用下的剪切试验，分析了固结方式、平均应力、动应力水
平等因素对其动力特性的影响，
并从配位数和颗粒间接触力的空间分布和变化规律上对加载过程中的宏观动力特性
做出了解释． 模拟结果表明: 应力-应变关系的非线性以及累积塑性应变与动应力水平正相关; 动应力水平越高，剪胀
效应越明显而高围压下剪胀效应则不明显; 动应力幅值越大，
砂土密实度越高，
而平均应力越大，
则密实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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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ands
under Traffic Loads by Particle Flow Code
LEI Chang-zheng， DING Peng-lai， ZHANG Wei， SUN Ke
(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2-dimension particle flow method is used to establish discrete element numerical samples for substratum
sands of tunnels． The comparison with laboratory tests determines the micromechanical parameters for the samples．
Besides， the shear tests of the sand behavior under drained cyclic loading conditions are simulated． This paper then
studies the effects of consolidation process， mean normal stress and cyclic stress amplitude on the dynamic properties．
Coordination number and the space arrangement and change laws of contact force between particles are described to
interpret the macroscopic shear properties in the loading proces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linearity of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and cumulative plastic strain and the level of dynamic stres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s the
dynamic stress level increases， the dilatancy effect is more powerful; but in high confining pressure the dilatancy effect
remains subtle． As the dynamic stress amplitude rises， the dense degree of sand grows; as the mean stress increases， the
dense degree decreases．
Key words: traffic loads; particle flow; sand; cyclic loading; strain-stress relationship

近年来，伴随城市公路交通的迅猛发展，盾构公路隧道开始成为跨江城市内穿越江河的公路交通通道
的主要形式之一． 与此同时，隧道运营中对周围地质环境可能造成潜在不利影响 ，其中，隧道内交通荷载对
下卧砂土层的动力作用不容忽视 ． 以图 1 所示为例，运营期内隧道内交通荷载将引起隧道振动，并导致隧
道下卧砂土层承受长期动力作用 ．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不同排水条件下砂土在循环荷载作用下动力特性已
［1 － 3］

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这些实验研究侧重揭示砂土材料的宏观响应 ，极少涉及到循环荷载下砂土

细观组构的演化过程． 而实际上，土体的结构可以看作由单粒、集粒等骨架单元共同形成的空间结构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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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的结构强度和稳定性取决于其连接方式和排列方
［4］

式

． 为建立宏观与细观的定量关系，在细观组构上也有

必要展开研究． 颗粒流（ PFC） 数值模拟方法在宏、细观尺
度上为研究土的力学特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保
证制样同一性的同时，可以获取加载卸载过程中内部细
观组构和力学量的变化规律以及统计平均，将砂土细观
力学机理与宏观力学表现建立联系． 周健等从细观角度
运用颗粒流理论对不同条件下土体的工程力学性质进行
［5］

了研究

，分析了循环荷载下砂土液化的特性［6］． 蒋明镜

等利用 PFC2D 模拟并解析了直剪试验中砂土剪切带形
［7］

成的微观机制

； 将理想胶结颗粒接触力学特性的测试

结果引入到离散元胶结接触模型中，对结构性砂土粒间
［8］

胶结效应进行离散元数值模拟

，并将胶结砂土的胶结

2D
接触模型引入二维离散元商业软件 PFC ，通过对不同胶

结强度和不同围压下胶结砂土的平面应变双轴压缩试验
的离散元模拟，分析了理想胶结砂土的宏观力学特性及
［9］

其剪切带的形成规律

图1

半径膨胀法数值试样

．

本文采用颗粒流数值模拟方法，建立了指定初始孔隙比的砂土试样的离散元模型 ，通过与室内三轴实
验结果对比确定了数值试样的接触模型细观参数 ； 研究了等应力幅值循环剪切作用下砂土的应力 -应变特
性及细观组构变化规律，进一步探讨了动应力幅值、平均主应力以及固结方式对动力变形特性的影响，并
讨论了细观参量的变化与宏观表现的联系 ．

1
1． 1

颗粒流模型
砂土数值试样
本文进行的砂土循环剪切数值模拟模型尺寸参照实际三轴试验土样尺寸 ，为 76 mm × 38 mm，采用指

定初始孔隙率的半径膨胀法制样 ，如图 1． 首先生成上下左右四道墙体模拟剪切试验的剪切盒，颗粒在墙
体围成的区域内随机生成，总颗粒数为 2 583 个． 砂土试样数值模拟的接触本构关系采用线性接触模型，
通过调整各细观参数使得 PFC 模拟结果与室内双轴试验曲线尽可能吻合 ． 在数值模拟结果与室内试验结
果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认为用该模型来模拟该种材料进行下一步研究具有一定合理性 ． 室内三轴试验取剪
切速率为 0． 4 mm / min，在等围压 200 kPa 下进行固结排水剪切试验，砂土试样的颗粒组成及相关物理性
质指标见表 1．
表1

砂土试样物理性质指标

试样尺寸 /
（ mm × mm）

密度 ρ /
（ kg·m － 3 ）

相对密度
ds

控制粒径
d60 / mm

有效粒径
d10 / mm

不均匀
系数 Cu

曲率系数
Cc

76 × 38

1 680

2． 65

0． 67

0． 28

2． 39

0． 94

单调加荷条件下 PFC 数值模拟和室内试验得到的宏观响应曲线进行对比如图 2，发现颗粒流数值模
拟结果与室内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尤其在到达峰值强度之前，数值模拟的结果能够完整地反映固结排水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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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密砂的应变软化和剪胀效应 ． 由于几何特征参数和模型真实物理试样不能完全对应 ，因此仍然存在一
些局部差异． 最终数值试样各细观参数取值见表 2．

图2

PFC 数值试验和室内试验结果对比

表2

数值试样细观参数表

－3
颗粒密度 / （ kg·m ）

最小粒径 / mm

最大粒径 / mm

－1
墙体法向接触刚度 / （ N·m ）

－1
墙体切向接触刚度 / （ N·m ）

2 650

0． 3

0． 8

1． 5 × 10 8

1 × 10 8

初始孔隙率

阻尼比

颗粒摩擦系数

－1
颗粒法向接触刚度 / （ N·m ）

－1
颗粒法向接触刚度 / （ N·m ）

0． 15

0． 7

0． 5

1． 5 × 10 8

1 × 10 8

1． 2

伺服加载
在数值土样的三轴试验模拟过程中，采用伺服控制来

模拟土样的加载． 其机理是控制墙体的速度从而使之达到
规定的应力值． 为了达到目标应力值，通过调整墙体速度，
不断减小当前墙体应力值与目标应力值的差距 ． 首先在低
围压下进行等压固结，应力值为 30 kPa，然后根据研究需要
进行等压或非等压固结，整个循环剪切过程中，通过伺服系
统保持围压不变模拟排水条件，在轴向上通过加载板的运

图3

伺服加载控制机理示意图

动并监测轴向应力值，从而实现动荷载的等应力控制． 日本
［10］

学者 Hyodo 的研究表明，交通荷载的波形接近于三角形，且运动时所引起土中应力为静止时三倍

． 加载

波形以及伺服系统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循环剪切作用下，影响砂土动力特性的因素众多． 为了研究各因素对砂土循环剪切特性的影响，制定
了 T1—T4 四种实验模拟方案（ 如表 3） ，考察动应力水平、不同固结方式以及初始平均应力对循环剪切变
形特性的影响．
表3

循环剪切试验方案

工况

固结方式

大主应力 σ1 / kPa

小主应力 σ3 / kPa

动应力幅值 / kPa

T1

非等压固结

150

100

25

T2

非等压固结

150

100

50

T3

等压固结

125

125

25

T4

非等压固结

300

2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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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结果分析
循环加载过程中应力 -应变关系
图 4 为各组实验循环加载 10 次的应

力 -应变曲线，发现砂土在循环剪切作用
下应力 -应变表现出非线性，应力 -应变
曲线的滞回圈较明显． 但由于本次模拟
动应力水平均较低，所以滞回圈的面积
较小． 第 1 次循环所产生的塑性应变最
大，而且 K0 固结情况下塑性应变明显大
于等压固结情况． 随着加载次数增加，轴
向的不可逆变形增加，表现出变形的累
积性； 循环加载过程中滞回圈面积逐渐
减小，塑性应变增量也逐渐减小，说明随
着加载次数的增加，材料得到了硬化，屈
服应力水平越来越高，抵抗塑性变形的
能力也在加强．
动应力水平越大，应力 -应变的非线

图4

不同方案循环加载过程中应力 -应变曲线

性表现得越明显，第 1 次循环所产生的塑性应变也越大，滞回现象表现得越明显； K0 固结条件下，初次循
环数值试样产生了明显的塑性应变 ，远大于等压固结条件下的塑性应变 ，这是由于不等压固结条件下，试
样初始状态就有偏应力，存在着预剪作用； 对比 T2 和 T4，发现平均应力越低，初次加载产生的塑性应变也
越大，循环过程中非线性表现得越明显 ．
2． 2

配位数的变化规律
配位数是表征颗粒相互接触情况

的细观结构特征． 配位数越大，接触越
紧密； 配位数越小，接触越松散． 砂土
变形的本质是颗粒之间的相对滑动、
旋转以及破碎重组的过程，配位数的
变化最能够从细观上直观反映这一演
化过程．
图 5 中，对于 T1、T2 和 T4，平均
配位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循环加
载过 程 中，剪 胀 占 优 势． 对 于 T1 和
T2，
第 1 次循环荷载作用下，配位数下
降，产生了剪胀； 从第 2 次循环开始，
加载剪 缩，卸 载 剪 胀； 动 应 力 水 平 越
高，初次加载时配位数下降得越多，剪

图5

前 10 次循环的配位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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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效应越明显． 对比 T1 和 T3 曲线可以发现在平均应力相同时，等压固结条件下的配位数随着加载波动 ，
几乎没有损失，说明此时试样的变形基本为弹性变形； 而 K0 固结条件下，由于试样的配位数有盈余，第 1
次加载时，配位数有一个较大的下降，说明初次加载时监测区域体积发生膨胀 ，产生了剪胀现象． 对比曲线
T2 和 T4，发现平均应力越大，固结后的配位数也越大，颗粒密实程度越高，整体上配位数下降得越少，说
明高围压下砂土剪胀效应不明显 ． 对比 T3 和 T4，配位数随着加载卸载不断波动，加载引起配位数增大，卸
载引起配位数减小，表明加载时发生体积剪缩，卸载发生体积剪胀．
接触力分布规律

2． 3

对不同实验方案下固结后以及每次加卸载时试样内力链图进行分析 ，限于篇幅图 6 仅给出了固结后
以及第 10 次加卸载时的内力链图．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荷载通过颗粒的接触进行传递，K0 固结和等压固
结条件下，接触力形式不同． K0 固结下由于有预剪应力的存在，颗粒的定向性好，有明显的主应力链，呈柱
状结构，平行于主应力方向，平均应力越大，颗粒咬合越好，颗粒间的接触力越大； 等压固结时接触力交错
分布，无明显规律． 随着循环加载，颗粒接触的方向也随之发生改变，加载时接触力增大，卸载时接触力减
小． 等压固结下每次卸载后接触力状态能基本恢复到固结时的状态 ，表明变形主要为弹性变形，K0 固结
下，动力应力幅值越大，卸载后接触力也越大，颗粒之间咬合地越紧，密实程度越高，说明产生的塑性变形
也越大； 平均应力越大，卸载后接触力相对于固结后接触力变化量越小 ，密实程度越低，产生的塑性变形也
越小．

图6

不同工况下试样接触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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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动应力水平越大，应力 -应变的非线性表现得越明显，产生的累积塑性应变也越大，滞回现象也表

现得越明显； K0 固结条件下，由于试样存在着预剪作用，产生了明显的塑性应变，远大于等压固结条件下
的塑性应变； 平均应力越低，加载产生的塑性应变也越大，循环过程中非线性表现得越明显，硬化的速度也
越快．
2） 等压固结条件下配位数随着加载波动，几乎没有损失，说明此时试样的变形主要为弹性变形． 而
K0 固结条件下，由于试样的配位数有盈余，第 1 次加载时，配位数有一个较大的下降，说明初次加载时监
测区域体积发生膨胀，产生了剪胀现象． 动应力水平越高，初次加载时配位数下降得越多，剪胀效应越明
显． 平均应力越大，固结后的配位数也越大，颗粒密实程度越高，整体上配位数下降得越少，说明高围压下
砂土剪胀效应不明显．
3） K0 固结下由于有预剪应力的存在，颗粒的定向性好，有明显的主应力链，呈柱状结构，平行于主应
力方向，等压固结时接触力交错分布，无明显规律． 等压固结下每次卸载后接触力状态能基本恢复到固结
时的状态，表明变形主要为弹性变形． 动应力幅值越大，卸载后接触力也越大，颗粒之间咬合得越紧，密实
程度越高，产生的塑性变形也越大； 平均应力越大，卸载后接触力相对于固结后接触力变化量越小 ，密实程
度越低，产生的塑性变形也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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